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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在场馆唱配角不同，今年上
海车展自主品牌车企的表现分外抢眼。
不仅展台设计充满国际范儿，而且新车
在颜值和品质上一点也不输于主流合资
品牌，彰显出自主品牌车企开始抗衡洋
品牌的新实力和新气象。

集体上攻

如果要问哪个展台最火，一定非领
克莫属。作为吉利控股集团新发布的高
端品牌，领克此次不仅以游乐场为主题
设计了一个时尚与科技的展台，还推出
了 LYNK&CO01 首款准量产车型和全
球首发概念轿车 03，直接叫板主流合资
品牌。

吉利汽车集团总裁兼 CEO 安聪慧
表示，领克将通过领衔时代的理念，实现
中国汽车品牌向上突破。

在车展上，以姓氏命名的长城汽车
高端品牌魏（WEY），也推出了首款 SUV
量产车型 VV7。“我们的目标就是挑战外
资品牌。”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表示，
魏品牌历时 4 年研发，累计投资逾 100
亿元人民币，拥有中国第一支专注于
SUV 研发的外籍团队，坐拥国内最大的
研发中心和最大规模的试驾试验场地。

继 GS8 七座 SUV 月销过万辆之后，
广汽传祺在此次车展推出了精心打造的

“都市大 5 座 SUV”传祺 GS7。该车于今
年初在北美车展亮相，并获得福布斯授
予的“杰出全球首发车型”以及纽约时报

“新一代重磅 SUV 奖”。
此外，在车展前夕，红旗还举行了首

批 4S 店签约仪式。业内人士表示，选择
这 21 家经销商是红旗完善渠道建设的
重要举措，意味着创建最早的中国汽车
高端品牌红旗的“再出发”。

底气何来

自主品牌车企为何在此时集体上
攻，底气何来？全国乘用车联席会秘书
长崔东树表示，主要原因在于当前自主
品牌的产品力有了较大程度提升。

首先，产品颜值越来越高。本次车
展上，记者看到，无论是领克 01，还是传
祺 GS7，自主品牌汽车的颜值越来越高，
颇具国际范儿。汽车外观设计为何进步

如此之大？有分析认为，这得益于近年
来自主品牌车企将造型设计提升到战
略高度，并通过国际化人才引进，提升
了设计能力。比如，传祺的设计总监张
帆就来自奔驰，比亚迪的设计总监沃尔
夫冈·艾格来自奥迪，长城的设计总监
皮埃尔·勒克莱克来自宝马。

其次，产品品质越来越好。崔东树
介绍说，从新车故障率来看，过去自主
品牌与合资品牌的故障率差距差了 100
多个点，到 2016 年只差 14 个点，差距微
乎其微，有些自主品牌，品质实际上已
超越合资品牌。以广汽传祺为例，该品
牌从一开始就坚守国际品质标准，从汽
车设计、生产流程、销售流通以及售后
服务全方位细节管控，打造出一整套全
生命周期质量管理体系。

更重要的是，支撑产品的核心技
术也在不断突破。在本届车展上，一
汽、吉利带来了自主研发的三缸涡轮
增压机；长安 CS55 搭载的是自主研发
的全新 BlueCore1.5T 发动机；全新一
代哈弗 H6 两款动力均匹配了自主研发
的 7 速双离合变速器。拥有自主研发的
先进动力总成，这在几年前还是遥不
可及的梦想，但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

正是因为有了较高的颜值、过硬的
品质和核心技术的突破，自主品牌的市
场份额才得以不断攀升。今年一季度，
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为 272 万辆，同比
增长 6.5%，增速不仅远高于车市整体增
幅，也跑赢了合资品牌；市场份额达到
45.7%，同比提升 0.8 个百分点。其中，
在增长最快的 SUV 细分市场，以长城、
长安、吉利、传祺等为代表的自主品牌，
已在前十强中占据八个席位；在另一个
颇具增长潜力的 MPV 细分市场，以宝
骏、欧尚、风光、菱智为代表的自主品
牌，则在前十强中占据九个席位。

“当前自主品牌虽然以中低端为
主，但是随着消费者对产品要求的提
高，以及企业自身能力的提升，自主
品牌高端化发展是必然趋势。”中国兵
装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兼长安汽车集团
总裁张宝林表示，随着 《汽车产业中
长期发展规划》 的发布以及社会各界
对汽车强国目标认识更深入，自主品
牌 “ 向 上 ” 也 正 在 迎 来 更 好 的 发 展
环境。

胜算几何

不过，自主品牌汽车向上之路并不平
坦。事实上，在 2008 年前后，自主品牌曾
集中向高端突围。但由于根基不稳、品牌
溢价能力不足、技术储备不充分等多种原
因，包括华晨中华、奇瑞东方之子、江淮宾
悦等大都铩羽而归。前些年，虽然以国内
几大汽车集团为代表的自主品牌又相继
推 出 了 中 高 端 车 型 ，如 荣 威 950、奔 腾
B90、绅宝 C70G 等，但其市场反映也不尽
如人意，以至于自主品牌一度陷入高端化

“魔咒”。
至于新创一个汽车高端品牌更是不

易。面对观致当前的惨况，有业内人士忧
心忡忡地指出，4 年前观致的上海车展何
等风光。那年 4 月份，从日内瓦获奖归来
的观致成为车展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引来
观众无数，媒体也一片叫好。结果从当年
下半年上市到今天，年销量一直停留在一
两万辆，过去 3年亏损额高达 66亿元。现
在，观致又转型主攻新能源汽车，还拉上
了五粮液，即使这样，其命运也是前途
未卜。

“不管是吉利建立领克、长城建立魏
这样全新的高端品牌，还是像长安、广汽
传祺一样在现有品牌内不断推出高端化
产品，关键还是要不断提升产品力。”清
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
赵福全认为，产品力的核心就是基于产
品质量、技术含量和产品特点构成的品
质，“只有质量过硬、技术有亮点、产品有
特点的企业，品牌才能实现向上”。

有关专家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领克比魏胜算似乎更大些，毕竟领克有
沃尔沃的品牌和实力背书，新的 CMA 架
构也得到了外界的认可。更重要的是，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吉利在产品研发、品
牌塑造以及营销上越来越娴熟。至于长
城，则质疑道：“它是因为 H8 上攻不成转
而改姓魏。难道换了名字，押上了‘家
族’荣辱荣耀，消费者就认可了？”

“品牌向上是自主品牌车企发展到
当前阶段的必然诉求，也是新阶段自主
品牌转型升级的核心。”赵福全表示，
显然现在大家都已站在“风口”上，胜
算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扑下身子，持之以
恒地真抓实干，而非炒个概念，玩点
花活。

得益于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和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近年来我国自主

品牌汽车无论是颜值，还是品质，都取得

了长足进展。特别是在 SUV 领域，市场

占有率已高达六成以上，给一些洋品牌

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不过，也要看到，自主品牌的产品大

都处于市场的中低端。同样颜值和品质

的汽车，贴上自主的标签，卖出的价格却

比外资品牌少很多。反思其中的原因，

就在于我国的品牌缺乏竞争力，产品没

有溢价能力。

由于早年自主品牌车企大都是以低

质低价切入市场的，在消费者心中留下

了低端的印象，再加上国人在消费上对

洋品牌的盲目崇拜，自主品牌“向上”步

履维艰。但不管如何艰难，都必须咬紧

牙关，砥砺奋进，坚持创新，因为汽车是

一个以品牌制胜的行业，“没有自主品

牌，永远都是打工仔”。

当前，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与

传统燃油汽车切换的技术“拐点”正在到

来，全球汽车产业整合、租赁共享、效能

重组、体制重构提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正孕育出自主品牌汽车千载难逢

的崛起机遇。作为企业，唯有紧跟并引

领时代潮流，加快创新步伐，才能让自主

品牌更有国际竞争力。

吉利全新品牌领

克 LYNK&CO01 准

量产车型首次亮相上

海国际车展。

本报记者

杨忠阳摄

重 塑 品 牌 竞 争 力
车 夫

在日前举办的上海车展上，自主品牌车企表现抢眼——

自主品牌汽车迎来“向上”风口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忠阳

深圳从多个角度向楼市发力，一系列组合拳出击引发市场各

方博弈，一路上扬的深圳楼市发生逆转

深圳新房成交持续回落，新房价格连续下降，新房市场得

到有效管控

在全国各地对楼市持续调控之际，
深圳一手住宅成交降温，向理性、健康
的平稳局面良性发展。最新数据显示，
深圳新房住宅成交价格连续 7 个月下
跌，且保持在 55000 元／平方米左右，
呈现平稳态势。

深圳房价趋于平稳，得益于深圳持
续不断积极调控。事实上，在 2016 年年
初，深圳楼市依然延续了 2015 年的火
热，供求两旺。2016 年 3 月 25 日，深圳
发布新一轮调控新政，出台 《关于完善
住房保障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的意见》。随后短短一个月内，深圳
又趁热打铁，从多个角度向楼市发力。
比如，严禁过桥贷，并对金融风险等情
况摸底和排查，同时调整二手房交易评
估价格等。一系列组合拳出击引发市场
各方博弈，此前一路上扬的深圳楼市发
生逆转。

深圳中原地产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3·25”新政后第一个月，深圳二
手房价下跌 2.4%，二手房成交量减半。
购房者纷纷从迫切转向观望，部分业主
或静观其变，或主动调低报价，成为新

政之后 3个月深圳楼市的一个缩影。
这样的调控远远没有结束，2016 年

10 月 4 日晚，深圳再次发布 《关于进一
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
措施》，被业界称为“深八条”。这次调
控力度比“3·25”新政再升一级。深
圳市房地产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锋表
示，同以前出台的调控政策相比，“深
八条”政策内容丰富，涉及土地供应、
土地出让方式优化、户型结构调整、限
购、限贷、价格管理、市场秩序整顿等
8个方面。

在“深八条”出台后，2016 年 11
月 8 日，深圳二手房评估价在 2016 年内
第二次上调，平均上调 15%。一周之后
的 11 月 15 日，深圳再出公积金新政，
明确提出，首套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
不低于 30%，二套不低于 70%。接连不
断的调控，让深圳楼市的准入门槛不断
提高，限购限贷把投机的路堵死。深圳
楼市供需各方进入深度观望阶段，此前
不断攀高的需求也进入下行通道。

深圳楼市的新变化，受到了年轻人
的欢迎。深圳创客一族、动漫原画师陈

占告诉记者，深圳充满活力和创造力，
是他非常喜欢的一座城市，但这里过高
的房价令人头疼。“挣的钱都交给房东
了，这样的情形让很多年轻人都在要不
要离开深圳的问题上徘徊、纠结。”他表
示，“房子最大的功能在于居住，安居
才能乐业，希望管理部门继续加大调
控力度，让年轻人能轻装上阵，把精力
和财力投入到有价值有意义的创造创新
上面”。

也有专家表示，深圳的核心优势在
于具有创新创业所需的新鲜血液和丰富
资源，深圳独特的竞争力在于高附加值
的优秀企业和潜力无限的年轻人才，深
圳应该为他们做好保障和服务，特别是
以切实有效的举措，加大政策性住房的
供给力度。

对此，王锋认为，2016 年以来，深
圳依据国家“因城施策、分类调控”的
精神，先后发布调控政策，取得明显成
效。王锋指出，今年，按照“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深圳
将继续加大调控力度，严厉打击投机炒
作，让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平稳。

重拳出击见成效 摸底排查防风险

深圳：厉行“深八条”房价趋平稳
本报记者 杨阳腾

今年一季度，自主品牌乘

用车销量为272万辆，同比增

长6.5%，增速不仅远高于车市

整体增幅，也跑赢了合资品

牌。当前自主品牌虽然以中

低端为主，但是随着消费者对

产品要求的提高，以及企业自

身能力的提升，自主品牌高端

化发展是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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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吉蕾蕾报道：每天离不开的食用盐竟
发出异味，实在是一件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情。近日，湖北、
山东、江苏、陕西等 8 个省市先后发现，河南省平顶山神
鹰盐业等企业生产的“代盐人”牌深井岩盐、“宇鹰”牌加
碘深井岩盐和“四季九珍”牌加碘食盐等品牌食盐在食用
过程中均出现了异味。所谓异味，就是当此盐加热或用力
揉搓后，会散发出类似臭脚的味道，俗称“臭脚盐”。

目前，多地职能部门已责令下架河南省平顶山神鹰盐
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各类食盐品种。“根据《食用盐国家标
准》规定，食盐必须是白色、咸味、无异味，这种‘臭脚盐’明
显属于异味，不符合国家标准，是不合格食盐。”中国农业
大学教授朱毅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符合
现行食盐标准的“臭脚盐”居然堂而皇之地在多省市走上
市场，说明有关部门把关不严、市场监管存在漏洞。

可是，食用盐怎么会有异味呢？记者采访中得知，盐
有海盐、岩盐、湖盐之分，岩盐在采矿时大多采取钻井水
溶开采法工艺，通过钻井注水溶矿盐制取出卤水。在这过程
中，遇到岩石断层中渗漏出的硫化氢气体溶入卤水后，如果
处理卤水工艺过程中操作不到位，极易将原生硫化氢带进
真空制盐过程。硫化氢就是有腐蛋臭味的无色气体。不过，

“臭脚盐”的异味到底源自何处尚未有权威认定。
消费者关注的是，这些异味不合格的食盐会对人体

造成伤害吗？在甘肃地区发现的“臭脚盐”，送到第三方检
测机构江苏省南京盐业质量监督检测站检验后发现，送
检的该批次盐产品含有毒、有害成分亚硝酸盐。业内专家
表示，如果长期食用异味食盐，肯定会对人体有害。

对于“臭脚盐”的查处，各地纷纷亮剑。不过，对于下
架查封后的“臭脚盐”流向也引起了多方关注。朱毅强调
说，为防止“臭脚盐”在超市下架之后又在小作坊、小餐饮
等地方换个马甲再次流向餐桌，职能部门在查处该类食
盐时不能仅仅满足于下架查封，而是要以此为契机，依法
加强对食盐安全的监管，对违法企业依法严肃惩处，别让

“臭脚盐”搞臭整个盐业声誉。
又讯 记者黄鑫报道：针对近期有关媒体报道的河

南省食盐异味问题，河南省工信委、省盐务局5月3日回应
表示，已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并成立了3个工作组第一
时间奔赴河南3家制盐企业（平顶山神鹰盐业有限责任公
司、中盐皓龙盐化有限公司、中盐舞阳盐化有限公司），确保
措施落实到位，让广大消费者吃上放心合格食盐。

据悉，河南省盐务管理局已责令当地食盐监管部门
对神鹰盐业现有库存全面彻查，库存食盐就地封存，停
止食盐生产。同时，对上述 3 家企业都派出工作组，停止
食盐生产，封存生产设备，对库存食盐不允许再销售；对
发现的已经销售出去的问题食盐，要求各经销单位立即
全部下架，并责令神鹰盐业对省内外 7000 吨食盐 10 日
内完成召回。

同时，河南省盐产品质量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加大对
3 家企业的抽检频次，改季度抽检为每旬抽检，稳定半年
以后再改为月度抽检，河南省调拨站加强源头管理，确保
老百姓吃上“放心盐”。

多地下架查处异味食盐

经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从公安部获悉中国经济网记者从公安部获悉，，经过经过
33 年清理整顿年清理整顿，，居民身份证错号居民身份证错号、、重号重号、、假号问题基假号问题基
本解决本解决。。全国共清理重复户口全国共清理重复户口 306306..77 万个万个，，全国异全国异
地办理居民身份证地办理居民身份证 668668 万张万张。。公安部明确提出公安部明确提出，，今今
年年 77 月月 11 日在全国全面实施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日在全国全面实施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
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三项制度三项制度””，，有望年底前基本有望年底前基本
解决无户口人员落户问题解决无户口人员落户问题。。

四川网友凯敏四川网友凯敏：：如何异地办理身份证如何异地办理身份证？？什么情什么情

况下不能异地办理况下不能异地办理？？

主持人主持人：：异地办理身份证是指离开常住户口所异地办理身份证是指离开常住户口所
在地到其他省在地到其他省（（自治区自治区、、直辖市直辖市））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就业、、就就
学学、、居住的公民居住的公民，，本人到居住地公安机关居民身份证本人到居住地公安机关居民身份证
异地受理点申请换领异地受理点申请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补领居民身份证。。

异地办理身份证分为三步异地办理身份证分为三步：：第一步第一步，，本人到居住本人到居住
地公安机关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点申请地公安机关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点申请，，填写填写《《居民居民
身份证异地受理登记表身份证异地受理登记表》，》，缴纳证件工本费缴纳证件工本费。。其中其中，，
申请换领的交验居民身份证申请换领的交验居民身份证，，申请补领的交验居民申请补领的交验居民
户口簿或居住证户口簿或居住证。。第二步第二步，，异地受理点受理居民身异地受理点受理居民身
份证换领份证换领、、补领申请后补领申请后，，及时将受理信息传送至申请及时将受理信息传送至申请
人户籍地公安机关人户籍地公安机关，，户籍地县级公安机关及时审核户籍地县级公安机关及时审核
签发签发。。第三步第三步，，居住地公安机关接到经审核签发的居住地公安机关接到经审核签发的
制证信息后制证信息后，，在法定时限内完成制作与核验发放在法定时限内完成制作与核验发放，，申申
请人凭领证回执到受理点领取证件请人凭领证回执到受理点领取证件。。

有两类人群不予受理异地办理申请有两类人群不予受理异地办理申请：：一是因相一是因相
貌特征发生较大变化貌特征发生较大变化，，且居民身份证未登记指纹信且居民身份证未登记指纹信
息难以确认身份的息难以确认身份的；；二是有不良信用记录的二是有不良信用记录的，，包括伪包括伪
造造、、变造变造、、买卖买卖、、冒领冒领、、骗领骗领、、冒用居民户口簿冒用居民户口簿、、身份身份
证证、、护照护照、、驾驶证和买卖驾驶证和买卖、、使用假证的人员使用假证的人员，，以及国家以及国家
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推送的不良信用记录人员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推送的不良信用记录人员。。
对于以上情形对于以上情形，，仍需回户籍地申请办理仍需回户籍地申请办理。。

河南网友地道人河南网友地道人：：异地办理身份证收费标准是异地办理身份证收费标准是

什么什么？？

主持人主持人：：异地受理不增加制发证周期和任何收异地受理不增加制发证周期和任何收
费费。。群众只需缴纳证件工本费群众只需缴纳证件工本费。。有效期满换领居民有效期满换领居民
身份证的身份证的，，证件工本费证件工本费 2020 元元，，损坏换领损坏换领、、丢失补领丢失补领
的的，，证件工本费证件工本费 4040 元元。。另外另外，，公安机关为居民办理公安机关为居民办理
临时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收费标准为每证临时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收费标准为每证 1010元元。。

湖北网友脸色红润湖北网友脸色红润：：发证周期有多长发证周期有多长？？

主持人主持人：：公安机关应当自公民提交公安机关应当自公民提交《《居民身份证居民身份证
异地受理登记表异地受理登记表》》之日起之日起 6060 日内发放居民身份证日内发放居民身份证；；
交通不便地区交通不便地区，，办理时间可以适当延长办理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时间但延长时间
不得超过不得超过 3030 日日；；有条件的地方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缩短制发证周期缩短制发证周期。。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姜天骄姜天骄））

异地可办身份证异地可办身份证，，两类人不行两类人不行！！


